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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胡巨成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宏冰

高坝长堤锁蛟龙，万顷碧波润长淮。

“落闸！”2019年 5月 23日 15时 48分，随

着现场指挥员一声令下，工作人员按下电钮，巨

大的水库闸门缓缓关闭，肆意奔流的淮河水顿

时变得温顺服帖，宏伟大坝下一股清流在慢慢

回旋、扩散、上涨，汇成一泓清流。不远的将来，

万顷碧波将在淮河上壮丽呈现。

信阳人民期盼了 60多年的出山店水库工

程，终于迎来历史性时刻——正式下闸蓄水。

这是一座里程碑。从此，出山店水库工程

步入收获期，防洪、供水、灌溉、发电——驯服肆

虐的淮河造福两岸人民的千年安澜梦，终于变

为现实。

滔滔江水扶闸攀涌，呈现“淮河出山锁蛟

龙”的人间奇迹；巍巍大坝挺胸矗立，展示着“万

顷碧波润长淮”的盛世伟业……

世纪追梦

兴建出山店水库，是信阳人跨世纪的治水长梦。
作为国务院确定的“十三五”期间重点建设的 172

项重大水利工程建设项目之一，出山店水库工程是淮河
干流上唯一一座以防洪为主，结合供水、灌溉，兼顾发电
等综合利用的大（I）型水利枢纽工程。

淮河是一条极其特殊而复杂的河流，千百年来，它
蜿蜒东去，流过豫、鄂、皖、苏、鲁 5省，孕育、滋养着我国
八分之一的人口，流域面积 27万平方公里，是重要的商
品粮和能源基地。

然而，它也肆虐着千里沃野。从公元 1194年黄河
决口夺淮之后的700多年间，淮河流域“大雨大灾，小雨
小灾，无雨旱灾”，被冠以“害河”之名。1950年汛期，淮
河洪水泛滥，灾民饿殍遍野。一年中，毛泽东四次批示

“治淮”，次年发出“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号召。
信阳境内，淮河支流密集，治淮兴利重中之重。从

1950年和南湾水库等一批水利工程同时列入国家治淮规
划，到2011年被正式批准立项，61年中出山店水库历经
两度停工、三度上马，命运多舛，在我国水利建设史上少有。

改革开放以后，在中央、省、市各级领导和国家各个部
门的关怀和支持下，出山店水库项目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1991年，国家淮河水利委员会计划 2000年前后优
先兴建出山店水库；1999年，河南省将兴建出山店水库
的前期工作列入“十五”水利建设规划；2000 年、2002
年、2007 年，温家宝三次莅临信阳视察淮河抗旱防汛
救灾工作，都对出山店水库项目前期工作给予高度关
注；2009年 4月，贾庆林、李克强、回良玉等领导先后对
信阳市关于出山店水库的汇报作出批示；2011年 1月
26日，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适时开工
兴建出山店水库；2014年 11月 24日，李克强总理视察
水利部，开口问的第一件事，就是出山店水库建设进展

到哪儿了……
治淮不辍，追梦不息。一届又一届国家领导人的运

筹帷幄，一批又一批中国水利人的孜孜以求,让淮河儿
女的殷切期盼，终于从梦想变为现实！

出山店水库第三次筹建、上马，信阳决策者与建设
者铆足了12年的干劲和决心：

2003年，信阳市委、市政府贷款 1000万元，再次启
动出山店水库筹建工作；

2009年 2月 10日，信阳市出山店水库工程建设指
挥部正式挂牌成立；

2011年 7月 13日，国家发改委批准出山店水库立
项建设；

2014年 9月 26日，国家发改委批复《河南省出山店
水库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出山店水库终于要“出山”了！

实干筑梦

出山店水库规划总库容12.51亿立方米，由主坝、副
坝、南北灌溉洞、电站等组成。工程主坝、副坝按千年一
遇洪水标准设计。按照“蓄泄兼筹”的治淮方针，水库建
成后，可使淮河干流王家坝以上的防洪标准由目前的不
足 10年一遇提高到 20年一遇，对水库下游保护区内的
220万亩土地和 170万人口的防洪安全具有重要作用，
还可为信阳市区提供生活、工业用水和农业灌溉水源
8000万立方米。

按照计划，出山店水库总工期为 48个月，因为降雨
多，加之汛期需恢复河道过流等，有效施工时间非常
紧。水库能否早日建成发挥效益，是淮河两岸百姓的殷
切期盼，从水利部到淮委，从省委省政府到信阳市委市
政府对出山店水库建设都高度重视。

质量是工程的生命。工程细节上 1%的缺陷，可以
带来 100%的失败，而水利工程的失败，则意味着灾难。
出山店水库，考验着一群水利人的勇气和智慧。

出山店水库大坝是我省唯一一座混凝土坝，大体积的
混凝土块内外温差大，容易出现裂缝，这是一个棘手难题。
混凝土坝段建基面开挖至设计高程后，先后发现了两条断
层，严重影响坝基稳定。土坝段坝基存在软土地基和砂土
液化等多种地质问题，倘若处理不当，大坝甚至会出现变
形或滑塌等严重后果。施工中的拦路虎还有很多很多……

为控制大坝浇筑时大体积混凝土块内外温差大，容
易出现裂缝的难题，出山店水库建管局与河海大学合
作，开展混凝土温控防裂技术研究，攻克了技术难题。

施工单位采取降低混凝土原材料温度、运输过程保温以
及在混凝土内铺设冷却水管等办法，保证混凝土内外温
差控制在设计要求范围内，提高了工程质量。

为解决土坝基础问题，他们委托中国水科院提供技
术支撑和服务，对挤密砂桩处理土坝地基历时 6个月进
行研究，研究成果经水利部水规总院咨询论证后，最终
确定了处理方案，确保土坝两个主要分部工程顺利通过
了项目法人验收，质量等级优良。

出山店水库工程建设过程中，出山店水库建管局多
次组织勘测、设计、施工、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南
京水利科学研究院、武汉大学、河海大学等单位就工程
科研工作召开研讨会，建管局不断开展技术创新，开发
应用了云平台监控系统、无人驾驶智能碾压、综合信息
化管理平台等多项创新技术，获得了国家发明专利1项、
省水利科技进步奖5项、部级工法1项及出版专著1部。

让我们记录下这些激动人心的时刻：
2014年 11月 28日，水库导流明渠正式开工建设；
2015年 8月 16日，水库大坝主体全面开工；
2015年 10月 23日，出山店水库工程成功实现第一

次截流；12月 6日，混凝土坝段基面开挖；
2016年 6月 22日，土坝段开始大面积回填；10月 1

日，举国同庆时，出山店水库工程成功实现二次截流，混
凝土大坝建设掀起高潮；

2017年 3月 4日，跨淮河桥第一榀梁开始架设；6月
2日，混凝土坝段水下工程通过阶段验收；6月 22日，淮

河大桥正式交工验收；7月 7日，混凝土坝底孔坝段第一
次过流；11月 5日，出山店水库土坝段封顶；11月 23日，
导流明渠成功截流；

2018年 4月 11日，北灌溉洞全线贯通；7月 29日，
出山店水库大坝首次经历洪峰考验；9月 29日，混凝土
坝段表孔交通桥第一片桥梁吊装；9月 30日，电站厂房
成功封顶；11月 2日，混凝土坝吊梁架设全部完成，标志
着 大 坝 主 体 工 程 土 建 部 分 基 本 完 工 ，圆 满 实 现 了
3690.57米长大坝全线贯通；

2019年 3月 28日，出山店水库通过水利部、省移民
办蓄水阶段移民安置终验；4月 3日，通过水利部水利水
电规划设计总院蓄水安全鉴定；5月 8日，通过水利部淮
委会会同省水利厅主持的下闸蓄水验收；

5月 19日，信阳市人民政府正式发布出山店水库下
闸蓄水通告。

千年兴淮梦，梦圆出山店！
据信阳市市长尚朝阳介绍，出山店水库下闸蓄水

后，今年 10月前水位将维持在 83米高程，10月以后库
区水位逐步上涨至正常蓄水位 88米高程。淹没影响区
域为水库坝前淮河 18公里范围内（平桥区平昌关镇平
昌关大桥附近）、坝前游河13.8公里（浉河区吴家店镇邱
湾村附近）。

如今，出山店水库雄姿已现，万顷碧波，指日可见。今
年5月，出山店水库建设管理局被河南省总工会授予2018
年度河南省重点工程劳动竞赛“工人先锋号”荣誉称号。

齐心圆梦

出山店水库，落脚点在工程，关键点在移民。
水库总投资 98.7亿元，其中移民资金就高达 82.95

亿元，约占 84%，而目前国内水库移民投资一般占比四
成左右。淹没影响浉河、平桥两区7个乡镇（办事处）44
个行政村（居委会），库坝区永久占地 98132亩，拆迁房
屋面积 127 万平方米，淹没区人口 5.83 万，需要搬迁
3.87万，防护工程防护人口 1.96万。可以说，这是信阳
改革开放以来规模最宏大、任务最艰巨的民生工程。

信阳专司移民搬迁安置工作的出山店水库移民局
应声而设。

早在2014年 10月，在导流明渠开工之前，出山店水
库移民局业已成立，与信阳市出山店水库筹建处一套人
马，两块牌子。2015年 7月，信阳市组建独立的出山店
水库移民局，统筹出山店水库移民搬迁安置工作，确保
水库工程建设和移民搬迁安置工作顺利实施。

各级领导给予强有力的支持。国家发改委、水利部
领导，省委、省政府历任主要领导多次莅临出山店水库
调研、指导工作。

“出山店水库既是一项民生工程，又是一项系统工
程，还是一项政治任务。目标任务已明确，我们不能有
任何侥幸心理，没有退路，务必迎难而上。”面对重任，信
阳市委书记乔新江态度坚定。

出山店水库建设步入快车道，一项项政策密集出
台，《河南省出山店水库工程建设征地移民安置实施规
划报告》《出山店水库征地拆迁移民安置工作机制》《出
山店水库工程建设征地移民安置实施办法》等文件一个
接着一个推出，一项项任务通力合作，形成了举全市之
力抓移民工作的大环境、大氛围。

信阳市发改、国土、财政、国税、交通、公安、住建、规
划、水利、林业、电力等十几个市直部门通力配合、合力
支持，在编制安置规划、专项工程设计、工程质量监督、
移民资金使用监督管理、土地报批、城镇化安置、河砂禁
采、维护库区社会治安、加强库区宣传等诸多方面密切
配合，整体作战，做了大量工作，提供了许多便利和服
务，强力推进了征地移民安置工作。

为实现“搬得出、留得住、可发展、能致富”的移民目

标，信阳高度重视尊重民意，确定“本区本乡”安置原则，
在环湖40公里公路沿线因地就势进行选址。把安置点
建设纳入全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规划，基础设施、医疗
教育、文化体育和商业服务配套，谋划在前，千方百计创
造条件，解决群众出行、入学、就医等民生问题，与城乡
一体化建设、农民进城落户、农林牧副渔旅游业发展有
机结合起来，使移民获得可持续发展的优势空间。

如今，12个移民安置点如明珠般串连成串，村前碧
波万顷，村后绿树掩映，美丽的环湖路穿村而过，村在湖
边，家在景中，人在画中，家家户户、老老少少乐在其中，
好一派幸福美好新生活。

诚如副省长武国定在下闸蓄水仪式结束后所言，出
山店水库的建成，是我省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具
体体现，更是河南实施“四水同治”的关键工程、枢纽工
程，不仅要在防洪除害上发挥重大作用，也要发挥其发
电灌溉、涵养水源、保护生态和旅游富民等兴利方面的
巨大作用，释放利用和保护水资源的巨大经济效益、生
态效益和社会效益，服务信阳人民，造福两岸百姓。

梦圆出山店 王哲 摄

2018年7月29日，出山店水库大坝首次成功经历洪峰考验

大坝展雄姿 王哲 摄

“舍小家为大家”的移民正在搬迁

美丽的移民新村 柴豫海 摄

繁忙的混凝土大坝建设工地

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出山店水库移民局提供

——写在信阳出山店水库下闸蓄水之际


